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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重要節慶活動

時間一覽表

月份 主題活動

1
幸福雲林愛分享－跨年三部曲

雲林生活工藝節

2 雲林地方文化館節

3
北港元宵灯節

神工傳藝－雲林縣北港藝鎮文化季

4
林內紫斑蝶、雲林客家桐花祭

雲林食采節、世界閱讀日

5 成龍濕地國際藝術節

6
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

椬梧滯洪池－賽龍舟

7
口湖牽水 （狀）文化祭

兒童文學營

8 雲林行腳、閱讀起步走

9
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

食藝慶典

10 雲林國際偶戲節

11 台灣咖啡節

12
臺灣閱讀節

雲林縣社造成果展

「雲林文化藝術獎」自94年起接續「雲林縣美術家聯展」的舉辦經驗，經

歷近30年的悠久歷史，期間培育無數雲林藝文的人才，也提供旅外雲林鄉親藝

文回鄉的渠道，成為縣內備受重視的年度藝文盛事，以及藝術、文學創作發表

的最高殿堂。

107年度第十四屆「雲林文化藝術獎」6月份起開始陸續進行徵件、評審、

展覽、頒獎及成果專輯製作等作業，主要分為「文學獎」2類、「表演藝術

獎」3類、「美術獎」7類及「貢獻獎」等四大獎項13項類別，提供各類型藝文

創作者發表及競藝的舞台，每年皆有數百位的文學、美術、表演藝術創作者投

入競賽，呈現年度最佳的作品。另外「美術獎」增設邀請展，邀請本縣在美術

創作上具相當資歷的藝術家共同參展及專輯收錄，以表彰藝術家的成就。「貢

獻獎」則接受機關、團體或自行推薦，經評審後頒發給對雲林縣在文化藝術上

推廣、教育、研究、創作或實踐等方面卓越有成之人士；歡迎雲林在地對於藝

文創作有興趣的相關工作者，也鼓勵旅居在外縣市的雲林鄉親及子弟們踴躍參

與，透過賽事的競爭及獎挹，共同提升雲林藝文的作品水準及創作風氣，並且

發掘、表揚長年對雲林藝文有所貢獻的個人或團體。

徵件時間部分，「文學獎」、「表演藝術獎」及「美術獎」《短片類》及

「貢獻獎」徵件期間自即日起至8月31日止，「美術獎」獲邀參展收件為8月25

日至27日，「美術獎」《水墨類》、《書法類》、《西畫類》、《工藝類》、

《設計類》及《攝影類》徵件比賽收件為9月1日至3日，有意參加且資格符合

者請於期限內完成送件，其他詳細資料請參閱簡章規定，簡章可至雲林縣政府

文化處網頁（http://www.ylccb.gov.tw）下載。

107年度
第十四屆雲林文化藝術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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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/3（五）19:30 MimiRichi劇團－歡樂紙世界【售票入場】

文化處表演廳8/4（六）19:30 斗六高中校友管樂團第十六屆音樂會
Re-Creation詠伍・序六【索票入場】

8/5（日）14:30 YLSO經典音樂會　雲釀二部曲【索票入場】

8/5（日）16:00 夏至・樂活・音樂饗宴【免票入場】 嘉義市
民管弦樂團

8/5（日）19:30 廖千順布袋戲團【免票入場】
斗南鎮贊天宮
廟前廣場

8/10（五）19:30 四季迴響【售票入場】
北港文化中心
家湖表演廳

8/11（六）14:30 走味關係【售票入場】 文化處表演廳

8/11（六）19:30 馬鳴山－五年千歲傳奇【免票入場】 北港文化中心
家湖表演廳8/12（日）14:30 點石試人心【索票入場】

8/18（六）14:30 音樂好好玩【索票入場】 文化處表演廳

8/18（六）14:30 水滸傳－武松打虎【免票入場】 振興戲院

8/18（六）19:30 夢斷情河【售票入場】 北港文化中心
家湖表演廳8/19（日）14:30 漱心琴緣∼許漱卿2018中提琴獨奏會【售票入場】

8/20（一）19:00 金彩金門－印象浯江【售票入場】 文化處表演廳

8/25（六）14:30 2018趨勢文學兒童劇場《河神忘記了》【網路報名】 北港文化中心
家湖表演廳

8/25（六）19:30 太日樂集巡迴音樂會《八百萬神》【售票入場】
文化處表演廳

8/26（日）19:30 江品誼2018長笛獨奏會【索票入場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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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
覽

常設展 北港迓媽祖特展
 北港文化中心
2樓第二展示室

5/16（三）∼9/1（六） 光陰　劇場－黃伯驥光影五十載攝影回顧展
台灣創價學會
雲林「景陽藝
文中心」

7/3（二）∼8/16（四） 寬心　書情話意－蘇文寬書法展
雲林科技大學
藝術中心

7/15（日）∼8/14（二） 「隨風而聚」萍風藝術學會會員展
三好國際酒店
1樓大廳

7/21（六）∼8/14（二） 雲端之巔－故鄉．土地．記憶－雲林百人藝術家聯展
文化處展覽館
1∼3樓

7/26（四）∼8/5（日） 心境意象－潘茂昌水彩創作展
北港文化中心

8/8（三）∼8/16（四） 2018林榮裕油畫個展

8/15（三）∼9/14（五） 煥軒書會阮威旭師生聯展
三好國際酒店
1樓大廳

8/18（六）∼8/29（三） 107年雲林縣書法學會會員聯展 文化處展覽館2樓

8/18（六）∼8/29（三） 雲林縣寫生研究會會員聯展 北港文化中心

8/18（六）∼8/29（三） 丁易章篆刻展 文化處展覽館1樓

8/20（一）∼9/27（四） 琉竹一家親－吳世興工藝展
雲林科技大學
藝術中心

徵
選

即日起∼8/31（五）止 「雲林文獻」第六十輯徵稿

即日起∼8/31（五）止 食藝慶典「雲林食采」行銷影片徵件比賽

10/9（二）、10/10（三） 2018雲林國際偶戲節－偶戲研討會徵稿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
20

21

文
學

8月 公共圖書館資源中心館藏提供統一超商（7-11）取/還書服務說明

8月 雲林縣107閱讀起步走－0∼5歲閱讀推廣活動

8月 愛閱莿桐故事說演活動

8/9（四）∼8/12（日） 第23屆新台灣史研習營－記憶雲林‧遊驛農都 雲林西螺福興宮、西螺鎮
農會、雲林縣各鄉鎮

18

18

19

活

動

8/2（四）09:30∼12:00 電影導讀（與任林教育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）／《父後七日》／任林志工

文化處兒童閱覽室

8/4（六）10:30∼12:00 影片欣賞／動畫《怪怪箱》

8/5（日）10:30∼12:00 影片欣賞／動畫《魔法阿嬤》

8/9（四）09:30∼12:00 電影導讀（與任林教育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）／《逆風少年》／任林志工

8/11（六）10:30∼11:30 故事志工說故事／《來唱囝仔歌》＋畫圖（人數不限）／李宜芳

8/11（六）13:30∼16:00 電影導讀（與任林教育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）／《小美人魚》／任林志工

8/12（日）10:30∼11:30 故事志工說故事／《高高在上》、《奇奇怪怪真奇怪》＋手作－手心卡片
（手作限定20人）／葡萄媽咪（王綉惠）

8/16（四）09:30∼12:00 電影導讀（與任林教育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）／《鋼鐵老爸》／蔡文君

8/18（六）09:30∼11:30 閱讀起步走活動／超神奇故事同樂會／糖果老師（陳秀春）

8/19（日）10:30∼11:30 故事志工說故事／ 英文繪本（全程英語互動）／Charlene姊姊（林青樺）

8/23（四）09:30∼12:00 電影導讀（與任林教育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）／《單車環島日誌練習
曲》／蔡文君

8/25（六）10:30∼11:30 故事志工說故事／《最漂亮的相片》＋故事延伸（依講師現場活動而定）
／開心果阿姨（李秀月）

8/26（日）10:30∼11:30 故事志工說故事／《柚子花開》手作－紅粉豬DIY（手作限定20人）／謝
順義爺爺

8月 主題書展－「夏天好好玩」 文化處視聽期刊閱覽室

8月 主題書展－「鬼怪」 文化處開架式閱覽室

8月 主題書展－「享讀一夏」
文化處雲林分區資源中心

8月 知識交享閱－雲林分區資源中心集點樂活動 

7/6（五）∼8/5（日） 展覽【竹夢人生－楊盛輝 曾淑惠竹藝聯展】
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

7/17（二）∼8/7（二） 工作營【2018西螺木雕創作營】

8/1（三）∼10/30（二） 藝文展覽／《許惠菁個人畫展－場景的記憶》

文化處咖啡館
8/11（六）15:00∼16:30 音樂講座／《旋轉古樂音樂會前導聆－古樂的問題反思與木笛的歷史定

位》／主講：台灣旋轉木馬古樂團總監林靖偉／免費入場，需事先報名

8/4（六）09:30∼13:30 西市食字路口－爸王餐就交給我 

雲中街生活聚落8/17（五）18:00∼20:00 七夕之夜－浪漫餐桌計畫

8/18（六）14:00∼15:00 巴奈海嘯巡迴100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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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續至9月份活動

◆北港迓媽祖特展

◆ 光陰　劇場－黃伯驥
光影五十載攝影回顧

展

◆ 煥軒書會阮威旭師生
聯展

◆ 琉竹一家親－吳世興
工藝展

◆ 公共圖書館資源中心
館藏提供統一超商

（7-11）取/還書服
務說明

◆ 2 0 1 8雲林國際偶戲
節－偶戲研討會徵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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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/3（五）10:00∼17:30至
8/4（六）10:00∼12:30 藝氣風發－小藝術家啟蒙繪本營

他里霧繪本館

8/12（日）10:00∼12:00 他里霧暑假fun手作／親子摺紙趣（材料費150元）

8/19（日）14:00∼16:00 他里霧暑假fun手作／多肉植物小吊飾（材料費200元）

8/25（六）10:00∼12:00 他里霧暑假fun手作／乾燥花（材料費300元）

8/26（日）10:00∼12:00 他里霧暑假fun手作／閃閃水晶球（材料費250元）

8/5（日）10:00∼12:00 他里霧暑假fun手作／創意毛巾拼貼（材料費300元）

他里霧漫畫館

8/10（五）10:00∼17:30至
8/11（六）10:00∼12:30 藝氣風發－小藝術家啟蒙繪本營

8/17（五）10:00∼12:00 他里霧暑假fun手作／石婷：小豆芽說故事（免費參加）

8/24（五）10:00∼12:00 他里霧暑假fun手作／石婷：小豆芽說故事（免費參加）

8/18（六）∼8/19（日）
13:30∼16:30 樹藝境－他里霧藝術裝點行動 環境教育館

8月 電影播放 68電影館

8/8（三）∼10/28（日） 夏宴之饕系列活動【展覽】「阮ㄟ庄頭後溝仔－在地好滋味」 他里霧生活美學館

8/5（日）09:00∼16:30 暑期好玩藝／ 夏令營／國小3∼6年級／報名時間：7/29（日）／附午餐

北港文化中心8/26（日）13:00∼14:30 暑期好玩藝／工藝DIY／國小1∼6年級／報名時間：8/19（日）

8/26（日）15:00∼16:30 暑期好玩藝／故事說演／國小1∼6年級／報名時間：8/19（日）

7/7（六）∼8/31（五） 展覽／廖淑芬烙畫藝術創作個展

北港工藝坊

8/4、8/11、8/18、8/25
（每週六）11:00∼15:00 影片欣賞

8/5、8/12、8/19、8/26
（每週日）11:00∼15:00 影片欣賞

8/5、8/12、8/19、8/26
（每週日）13:00 藝師DIY互動式教學／ 免費DIY體驗活動（限20名）

8月週六、日11:00、13:30 免費定時導覽／各1場

布袋戲館

8月 木藝堂－偶藝論春秋特展／1樓特展區

8月 掌中風雲　叱吒武林展／1樓常設展區

8/4（六） 8月週末演出／14:30∼15:00／2樓戲院／明星園掌中劇團《白賊七－拐騙
記1》

8/5（日） 8月週末演出／14:30∼15:00／2樓戲院／黃世志電視木偶劇團《水果三劍客》

8/11（六） 8月週末演出／14:30∼15:00／2樓戲院／今日大型掌中戲《濟公降魔記》

8/12（日） 8月週末演出／14:30∼15:00／2樓戲院／今日大型掌中戲《濟公降魔記》

8/18（六） 8月週末演出／14:30∼15:00／2樓戲院／明星園掌中劇團《白賊七－拐騙記2》

8/19（日）10:00∼17:00 國際偶戲工作坊／2樓戲院／泰國普吉島劇團／含完成提線木偶、午餐、
欣賞演出／招生30人／報名請洽布袋戲館

8/25（六） 8月週末演出／14:30∼15:00／2樓戲院／黃世志電視木偶劇團《水果三劍客》

8/26（日） 8月週末演出／14:30∼15:00／2樓戲院／真雲林閣掌中劇團《兩隻老虎》
布袋戲館

8月 活動查詢　更多精采活動請至雲林布袋戲館網頁及Facebook專頁查詢

8月 角落學習

二崙故事屋

8/4（六）15:00∼16:00 來說故事／徐麗如：五味太郎書群

8/4（六）19:30∼20:30 來說故事／廖靖玉：西遊記

8/5（日）10:30∼11:30 來說故事／李怡靜：歡喜巫婆之剛好有雜貨店

8/11（六）15:00∼16:00 來說故事／陳素蓮：好餓好餓的毛毛蟲

8/11（六）19:30∼20:30 跨界結盟－故事無國界／詔安客語話家常／李幸妃：由偶來講客－我是詔
安客家小小配音員

8/12（日）10:00∼12:00 跨界結盟－故事無國界／創意生活故事工坊／楊盛輝：漾竹小竹籃DIY
（材料費：100元）

8/12（日）15:00∼16:00 跨界結盟－兒童瑜珈／ 蔡晨曦、游琇棠：兒童瑜珈

8/13（一）∼8/17（五）
09:00∼17:00 夏令營／2018探索客庄－詔安古厝故事導覽營

8/18（六）15:00∼16:00 來說故事／李怡靜：企鵝熱氣球

8/18（六）19:00∼21:00 夏令營／成果發表 

8/19（日）09:00∼10:00 跨界結盟－兒童瑜珈／陳幸吟：兒童瑜珈

8/19（日）10:30∼11:30 來說故事／葉安琪：鯨魚

8/25（六）14:00∼15:00 跨界結盟－兒童瑜珈／劉向晨、洪秀如：兒童瑜珈

8/25（六）15:00∼16:00 來說故事／吳毓珍：小兔子的奇怪阿嬤

8/25（六）19:30∼21:00 跨界結盟－故事無國界／多元藝文展演／故事舞台劇－咚咚舞蹈劇團

8/26（日）10:30∼11:30 來說故事／【客語日】鍾進添：詔安客語拼音秘技

8/26（日）10:00∼11:00 跨界結盟－兒童瑜珈／蔡晨曦、游琇棠：兒童瑜珈

假日10:00、11:00、
14:00、15:00、16:00 例行館舍服務－導覽

雲林故事館

假日10:30、11:30、
14:30、15:30、16:30 例行館舍服務－說故事

每週六、週日11:00、15:00 一日郡守－體驗

8/1（三）∼8/5（日）
09:00∼12:00、
13:30∼18:00

駐館藝術家－創意故事偶戲工作坊Mr. Daniele Poidomani／成人創意巨偶
製作工作坊（材料費1,500元/含保證金）

8/2（四）∼8/3（五）
09:00∼12:00、
8/5（日）09:00∼16:00

駐館藝術家－創意故事偶戲工作坊Mr. Daniele Poidomani／小朋友創意偶
戲故事劇場工作坊（材料費2,500元）

8/5（日）15:00∼16:00 駐館藝術家－創意故事偶戲工作坊Mr. Daniele Poidomani／故事劇場成果
演出

8/11（六）14:00∼16:00 台灣故事臉譜／紀淑玲：鵝尾山ｅ眠夢

8/12（日）14:00∼16:30 抓周收涎／乖寶寶來抓周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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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類別 ｜日期 ｜活動內容 ｜地點 ｜頁碼

活

動

MimiRichi劇團－歡樂紙世界
■ 時　　間：8 / 3（五）19:30
■ 地　　點：文化處表演廳【售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 MimiRichi劇團
聯絡人：陳小姐・02-27785596分機18／0968-061395
票價：400、500、600、800、1,000元（對號入座）
購票請洽年代售票系統：02-23419898

MimiRichi劇團2018年夏季狂歡鉅獻《歡樂
紙世界》！你有多久沒有開懷大笑了？這個夏天，來自烏克蘭的國寶級喜劇天

團爆笑來襲！獻給家庭的最佳娛樂讓我們一起來一段瘋狂之旅！

在國際藝壇屢獲殊榮的MimiRichi劇團將白紙變成一個偉大的表演。奇
幻、酷炫的玩法讓人大開眼界，由多個幽默逗趣的小故事組成，結合引人發笑

的音效，勾勒出現象奇異、色彩繽紛的舞台效果，帶領觀眾進入充滿想像力的

驚喜世界！

YLSO經典音樂會　雲釀二部曲
■ 時　　間：8 / 5（日）14:30
■ 地　　點：文化處表演廳【索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雲林之音管弦樂團
聯絡人： 林團長・0932-592460
　　　　林先生・0988-564974

這次音樂會所演奏的曲目風格多

元，按照演出順序分別為浪漫樂派－西貝流士、浪漫樂派－孟德爾頌、以及橫

跨古典樂派到浪漫樂派的樂聖－貝多芬，喜愛西洋古典樂好朋友千萬別錯過。

8/18（六）14:00∼16:00 台灣故事臉譜／一冊大木阿謙

雲林故事館8/26（日）14:30∼16:00 多元藝文展演／咚咚舞蹈團：我家的臭ㄚ嬤        

8/26（日）15:30∼16:30 臺語日－全館台語服務／台語故事說演

每週六13:30∼14:30 雲林講古

虎尾登記所雲林記憶Cool

8月 廟宇符號特展　

8/5（日）14:30∼15:30 暑假勞作Fellow Me／環環相扣動物園／名額10人

8/19（日）14:30∼15:30 暑假勞作Fellow Me／海底總動員／名額10人

8/26（日）12:00∼15:00 芒果樹下的野餐／ 芒果樹下的野餐

8月 常設展　雲林詔安客主題展示館／1、2樓展區

詔安客家文化館

每週一18:30∼21:30 常態性課程－詔安童謠輕鬆學／1樓會議室

每週三19:00∼21:00 常態性課程－薩克斯風班／1樓會議室／邀請薩克斯風的老師教導

每週四18:30∼21:30 常態性課程－新住民生活知能研習班／1樓會議室

隔週星期五14:30∼16:30 常態性課程－長青書畫班／1樓會議室

7/4（三）∼9/2（日）
每週三晚間19:00∼21:30 行政導覽志工培訓／1樓多功能展示室

依館方公告為主 詔安精選產業推廣

8/4（六）10:00∼13:00 親子童物手作坊－編織藝術／1樓賣店

8/18（六）10:00∼13:00 親子童物手作坊－風車鳥笛／1樓賣店

8/4（六）、8/18（六）
細子人作垺聽故事／10:00∼12:00／1樓會議室／採定時定點說故事服
務：10:00／「傳說的對決－七欠武術傳奇」、10:30／「張骨廖皮」、
11:00／「值日一整年－著年」、11:30／「不能說的祕密」

8/19（日）10:00∼13:00 假日市集／1樓迴廊、中庭

8/19（日）10:00∼13:00 工藝DIY教學課程－客家布手工吊飾／1樓賣店

8/19（日）10:00∼13:00 免費商店／1樓賣店

8/21（二）∼8/24（五）
13:00∼17:00 小主播體驗營／1樓會議室、2樓客家電視臺

8/11（六）15:30∼16:00 維京姐姐說故事《正方形》／2F兒童館／主講│維京姐姐

合同廳舍 
8/19（日）15:30∼16:00 【2Plus燒杯博士】桌遊Happy Time／2F兒童館

8/1（三）∼8/31（五） 虎讚・尋案記錄

即日起∼9/26（三）每週三 誠品虎尾店縣民日－週三來買冊

8/25（六）14:00∼16:00 焦慮的迴圈－談強迫症治療／主講：黃偉烈　主任／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
神醫學部主任、雲林精神健康學苑顧問

雲林精神健康學苑

8月 心動雲林觀光護照，遊你做主，作伙來雲林一起七桃

8/4（六）、8/5（日） 2018台灣國際兒童影展巡迴－雲林場 斗六中華影城

6/1（五）∼8/31（五） 「雲林文化藝術獎」徵選

8/18（六）16:00∼18:30 海角遇上愛－浪漫七夕湖畔音樂會  口湖鄉梧滯洪池抽水站旁

8/3（五） 雲林好風光‧全民來命名

29

30

31

32

33

34

36

斗六高中校友管樂團第十六屆音樂會
Re-Creation詠伍・序六
■ 時　　間：8 / 4（六）19:30
■ 地　　點：文化處表演廳【索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斗六高中校友管樂團
聯絡人：張小姐0932-646640

斗六高中校友管樂團，今夏準備了融合拉丁元素的經典管樂曲王者之道，

動聽且耳熟能詳的宮崎駿動畫配樂等諸多悠揚動人的音樂，誠摯邀請您共同來

聆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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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樂好好玩
■ 時　　間：8 / 18（六）14:30
■ 地　　點：文化處表演廳【索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許瑋恩、許瑋恬、廖美蕙
聯絡人：許小姐・05-5339266・0966-582589

“音樂好好玩”是場適合大朋友及小朋友的互動式音樂

饗宴，藉由音樂和觀眾互動及對話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讓想進一步學習音樂的

孩子有更大的啟發。這次音樂會有將會有德法聲樂，小提琴，陶笛及鋼琴的組

合，曲目耳熟能詳，輕鬆有趣，歡迎愛好音樂朋友一同欣賞。

金彩金門－印象浯江
■ 時　　間：8 / 20（一）19:00
■ 地　　點：文化處表演廳【售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金門浯江舞蹈團
聯絡人：宋先生・082-311555・0921-588063
票價： 全票200元、早鳥票150元、半票100元

（12歲以下、學生票）
售票系統：兩廳院售票點連絡電話：082-311555

風飛沙，聲呼嘯，風獅爺佇立保衛著家園對抗大自然的災害；石蚵林，滿

載歸，訴說著島嶼上的人們與這片海洋相依為命；花蛤季，挖蛤趣，美麗花蛤

仙子舞動出人們心中動人的美景；迎城隍，祈福禱，鄉親感念不忘城隍爺照護

人民的偉大事蹟；香芋情，相遇情，款款動人的愛情故事讓人永遠都會記住

它。本場演出以舞團近年比賽特優作品開場再以故事、舞蹈跨領域劇場模式來

訴說金門特色∼勾勒出屬於金門獨特的美麗景色⋯

太日樂集巡迴音樂會《八百萬神》
■ 時　　間：8 / 25（六）19:30
■ 地　　點：文化處表演廳【售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太日樂集
聯絡人：張團長・0938-985125
票價：250元
優惠票： 八折優惠：雲林縣縣民、年滿60歲以及持有學生證者。五折優惠：持有身心障礙手

冊。早鳥票八折優惠時段為：2018年7月1日至7月31日。
售票系統：兩廳院售票系統、太日樂集粉絲專頁
太日樂集粉絲專頁＆聯絡電話：0938-985125（張呈遠團長）

太日樂集，將抗日英雄柯鐵虎歷史傳奇、打鐵坑之戀的傳說、熱情無比的

農作市場、筆者的歡欣童年，化成現代雲林的背後各個階層無名英雄的音樂故

事－八百萬神，藉由鼓與各種聲響結合，讓您聽見歷史的聲音。

地　　址：北港鎮公園路66號（北辰國小旁）
電　　話：05-7832999北港文化

中心

四季迴響
■ 時　　間：8 / 10（五）19:30
■ 地　　點：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【售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陽光室內樂團
票價：250元
售票系統：兩廳院售票系統

音樂會以「四季迴響」為主題，由兩位來自雲林縣的大提琴家廖婉君及小提

琴家林宇欣，與鋼琴家黃千郡合作，分別詮釋韋瓦第的小提琴協奏曲《春》、俄

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鋼琴曲《四季》。除了用樂聲呈現四季的變化，還邀請表

演藝術家蔡聖綎以舞蹈方式，共同演繹探戈大師皮耶左拉的經典作品。

江品誼2018長笛獨奏會
■ 時　　間：8 / 26（日）19:30
■ 地　　點：文化處表演廳【索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江品誼
聯絡人：江先生・05-5968708・0963-122229

此音樂會為江品誼自2014赴法習樂以來，回台第
一場在台灣舉辦的個人獨奏會，演出內容的曲將從經

典的古典樂派、20世紀法國長笛流派、乃至到今日的
現代樂派集結留法精華的曲目。

馬鳴山－五年千歲傳奇
■ 時　　間：8 / 11（六）19:30
■ 地　　點：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【免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吳萬響掌中劇團

由2018傑出演藝團隊吳萬響掌中劇團帶來在地故事，
雲林縣台西地區多於討海務農維生的所在，也算是台灣落

伍的角落之一，俗話說：「要勤快，有飯甲有菜。」如果做人不願駛，後來欲

哭無眼淚，台西五條港丁善伯善心的米店，初一十五就發米做善事，免費請貧

窮人吃飯⋯⋯五年千歲化身來點破，孝子寶穴天注定，未來翹腳享榮華。

欲尋馬鳴山的五年千歲代父蓋廟還願，五年千歲感動化身要來渡化他⋯⋯

也是添旺孝子知心所得好報，並在馬鳴山孝子穴蓋起五年千歲廟奉拜，完成父

親生時心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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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石試人心
■ 時　　間：8 / 12（日）14:30
■ 地　　點：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【索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明星園掌中劇團

2018傑出演藝團隊明星園
掌中劇團帶來經典作品，純陽

真人呂洞賓，因感慨凡人貪得

無厭，欲下紅塵考察人心。不

巧遇上為尋寶入山，而被黑虎

精襲擊的砍柴夫。欲證明人心

善根尚在，呂洞賓與黑虎展開

了一場試驗人心的賭注。扮作奇商叫賣點石成金的呂洞賓與報馬仔的黑虎精，

將為村民帶來一場場的人性考驗，究竟人心是否能在面對黃金的誘惑下能依然

良善呢？

夢斷情河
■ 時　　間：8 / 18（六）19:30
■ 地　　點：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【售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真雲林閣掌中劇團
聯絡人：王小姐・0929-143009
票價：100元
售票系統：兩廳院售票系統，售票點連絡電話：0929-143009

2017金掌獎雙料得主年度大戲─夢斷情河，描述大宛之國，雖是小國，
但是國土肥沃、物產豐富。橫貫其中的情河更是重要非凡，自古即是交通往來、

經濟輸送、文化交流、人際維繫的不二命脈。

現任之皇李禎在位已經六十年，深感年老力衰，決定禪位養老清閒度日。

突發奇想要做空前開後第一人的李禎老皇，心中暗定將國土平均分為三等份分

給子女，並且相信子女都會感恩動容，安養其晚年⋯⋯

漱心琴緣∼許漱卿2018中提琴獨奏會 
■ 時　　間：8 / 19（日）14:30
■ 地　　點：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【售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文生音樂藝術(股)公司
聯絡人：張小姐・04-23380677
票價：100、200元
售票系統： 年代售票系統，售票點連絡電話：04-22925321

學習背景橫跨歐美兩大洲的中提琴演奏家許

漱卿，任教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與中

小學音樂班，曾長期旅居法國，沉浸於豐富的歐

洲藝術文化中。本場音樂會，將引領國內愛樂朋

友欣賞由德布西、魏奧當、葛雷斯登及法朗克等

法、比地區作曲家的創作，以純淨的琴聲勾勒出

寂靜印象之美，在充滿浪漫綺麗的氛圍裡，再次重現她與中

提琴絕妙的緣份。

2018趨勢文學兒童劇場《河神忘記了》 
■ 時　　間：8 / 25（六）14:30
■ 地　　點：北港文化中心家湖表演廳【網路報名】
■ 演出單位：趨勢教育基金會／末路小花劇團
網路報名： 7/16（一）中午12點起開放報名預約席次，

報名請至趨勢教育基金會官網（www.trend.
org），或電洽02-27330510。

由趨勢教育基金會與末路小花劇團聯合帶來

經典故事─河神忘記了，夏天過完，小雨就要

上小學了，可是她一點都開心不起來。聽小表

哥說學校有一個叮噹大魔王，只要牠一大叫所

有人就會被嚇得躲回教室，超可怕！

爸爸為了安慰小雨，決定帶她出門散步，

兩人一直走到紅色大橋下，發現一座白色大帳

篷，上面畫著美麗的塗鴉，有飛行的鳥群、長滿綠樹的森林、蜿蜒的河道。當

他們正看得目不轉睛時，帳篷裡走出一位少女，她把四處蒐集來的垃圾都當成

寶物，但卻什麼都不記得，只說自己是這條河的神仙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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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域演藝

走味關係
■ 時　　間：8 / 11（六）14:30
■ 地　　點：文化處表演廳【售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達康.come
票價：600元（自由入座）
售票系統：兩廳院售票點
聯絡電話：04-22080128

「我攏說你像一杯咖啡，燒的時

這呢香甜，冷的時苦澀無味」∼林晏

如《走味的咖啡》 
「我們攏說你們像一杯手沖咖啡，沖的時這呢香甜，回沖的時候完全沒

味」∼達康.come《走味的馬丹娜》 
「我們攏說你像一杯特調咖啡，點的時這呢好奇，來的時候發現是伯朗咖

啡加保力達B」∼達康.come《走味的阿迪》
人與人之間各種關係，包含兩性關係、家庭關係、職場關係、階級關係、

一言難盡的關係，透過漫談、短劇、音樂、大喜利呈現各種關係最走味崩壞的

時刻，在哈哈大笑之間體驗最為冷暖自知的走味關係！

※以上表演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處網站公布，並以實際現場為主。※活動開演前10日開放索票。

藝間店

夏至・樂活・音樂饗宴
■ 時　　間：8 / 5（日）16:00
■ 地　　點：嘉義市民管弦樂團【免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凹凸咖啡館

從電影《女人香》、《教會》到宮崎

駿動畫配樂，再從雋永的古典名曲到優美

的台灣民謠。由嘉義市民管絃樂團音樂總監暨小提琴家－洪偉哲老師，帶領音

樂同工老師所組成的室內樂團，將用耳熟能詳的經典曲目為大家在炎炎夏日的

午後，帶來一陣微風。

水滸傳－武松打虎
■ 時　　間：8 / 18（六）14:30
■ 地　　點：振興戲院【免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西螺新興閣掌中劇團

本劇著重在表現布袋戲偶的操作

技巧，為了讓表演更豐富，新興閣增

加各種不同人物，各有其操作特色，

讓整個表演更豐富。而武松打虎則是本劇的精華，新興閣的武戲融入西螺七崁

的武術，讓布袋戲偶十足，而不是花拳繡腿，讓觀眾有完全不同體驗。

老臺新藝

藝術下鄉

廖千順布袋戲團
■ 時　　間：8 / 5（日）19:30
■ 地　　點：斗南鎮贊天宮廟前廣場【免票入場】
■ 演出單位： 廖千順布袋戲團
聯絡人：廖團長・0933-509888

廖千順布袋戲團，曾獲

雲林縣傑出演藝團隊獎項，

勇於嘗試傳統戲偶與其他多

樣化戲偶造型之演出、創

作、與民眾互動，其戲偶的

造型呈現及演出方式，不侷

限在傳統布袋戲的製作框架

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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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端之巔－故鄉．土地．記憶
雲林百人藝術家聯展
■ 展出時間：7 / 21（六）∼ 8 / 14（二）
■ 展出地點：文化處展覽館 1∼ 3樓

雲林土地豐饒，除了有豐富的農產外，也孕育了許多喜愛、熱愛藝術的創

作者，為串起這散落在各地的雲林珍珠，特別以「故鄉×土地×記憶」為策展

理念，邀請縣籍旅外藝術家及縣內藝術家齊聚一堂，為我們共同的母親－雲

林，創作土地的記憶。

展區以雲林的風、雲林的水、雲林的土、雲林的情、雲林的容顏為五大主

題，百位生長於雲林的藝術家，各自選用不同的創作媒材，盡情地演繹出「故

鄉、土地、記憶」的詮釋，建構出雲林的圖像，可能

是雲林的精神、雲林的性格抑或是雲林的文化，藝術

家們的創作，是表達對這片土地最深厚的情感。

107年雲林縣書法學會會員聯展
■ 展出時間：8 / 18（六）∼ 8 / 29（三）
■ 展出地點：文化處展覽館 2樓

此展為雲林縣書法學會的年度會員創作聯展，書風

多樣，不僅有長者的風骨，更添加不少新銳書家新型態

創作，參與展出創作者自成特色，宜古宜今，展現雲林

縣書法創作者的多元性，而本展也邀請多位雲林旅外知

名書家共同參與，更具可看性。

丁易章篆刻展
■ 展出時間：8 / 18（六）∼ 8 / 29（三）
■ 展出地點：文化處展覽館 1樓

篆刻是中華傳統藝術之一，在當代已是

獨立藝術類別，不在附庸書法藝術之中，而

結合多媒體的運用，讓篆刻藝術更融入生活

之中。丁易章為現任國立斗六高中美術班教

師，致力篆刻的教學及推廣，此次展覽以雲

林少見的篆刻藝術，展現篆刻的內涵及表現

形式，並呈現出篆刻藝術獨特的美感。

北港迓媽祖特展
■ 展出時間：常設展
■ 展出地點： 北港文化中心 2樓第二展示室

傳承三百多年的「北港迓媽祖」被列為國家

重要民俗文化資產，每年農曆三月十九、二十

日，北港地區萬人空巷、鞭炮聲不斷，更有「北港小過年」之稱，其中「真人

藝閣花車」更是北港特有的遶境隊伍。「北港迓媽祖」特展除針對遶境時藝陣

文物進行展出，亦有五部媽祖遶境相關影片、互動遊戲，以及一組「北港迓媽

祖交趾陶遶境隊伍」，呈現媽祖遶境時的熱鬧場景及威武莊嚴氣勢。

地　　址：北港鎮公園路66號（北辰國小旁）
電　　話：05-7832999
開放時間：  每週二∼週日09:00∼17:00開放參觀／週一休館／其他休館日

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北港文化
中心

2018林榮裕油畫個展
■ 展出時間：8 / 8（三）∼ 8 / 16（四）
■ 展出地點：北港文化中心

油畫，不同於一般的畫作，是一種適合創作大

型、史詩般的巨作，因此當海口人豪邁的熱情，融

入於油畫的世界裡，透過筆畫，透過色彩的揮灑，

一筆一畫加入畫中，產生不同的視覺享受。

心境意象－潘茂昌水彩創作展
■ 展出時間：7 / 26（四）∼ 8 / 5（日）
■ 展出地點：北港文化中心

潘茂昌校長於教育界運育出無數的

人才，認為「藝術可以美化人生」，舉

凡日常生活中之食、衣、住、行，無不

都須用藝術去加以美化和創新，長年致

力於美術教育之推廣，即便退休後仍持

續創作，此次展覽作品以水彩畫作為主

軸，除家鄉寫生外，也能欣賞潘茂昌校

長於各地旅行之風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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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展覽

寬心　書情話意－蘇文寬書法展
■ 展出時間：7 / 3（二）∼ 8 / 16（四）
■ 展出地點：雲林科技大學藝術中心

蘇文寬，喜歡詩詞歌賦以及書法創作，深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，體悟古文

詩詞其中奧妙，書法墨寶作品詩意盎然、遣詞用字深刻有寓、豪情萬分表露無

遺，令人驚豔的是其可在短時間內創作五言、七言詩詞，至今已達上千首。

本次書法展分為兩區，共展出86幅詩詞書法作品，其中一區為蘇文寬之詩
詞創作，有浪漫情懷，生活體驗觀察，也有經營企業心得，每首詩都是獨一無

二，另一區則為其所書寫的古詩區，以書法呈現古詩，弘揚中華文化。而觀者

從古詩區，進入其創作詩詞區，頗有起承轉合之意。

光陰　劇場－黃伯驥光影五十載攝影回顧展
■ 展出時間：5 / 16（三）∼ 9 / 1（六）
■ 展出地點：台灣創價學會 雲林「景陽藝文中心」（六市北平路 46巷 11號 1、2樓）

黃伯驥生於屏東東港，在行醫之餘開始從事攝影的摸

索與學習。1964年購買人生第一部相機，從此與攝影結
了一生之緣。進入台灣省攝影學會後，深受鄧南光及張士

賢二位台灣紀實先驅者的影響及指導。

行醫逾半世紀，經常接觸到病患的愁容與抑鬱，而相

機則是他用以捕捉生命、環境與土地多種面向，轉換身心

感受的方式。50多年來，透過他醫師專業訓練的銳利視
覺，與獨具的人文觀察眼光，展出作品除了記錄我們生活空間的一些時光與記

憶外，也令人反思台灣人漸漸流失的厚實原味，及人與土地相互依存的溫度。

雲林縣寫生研究會會員聯展
■ 展出時間：8 / 18（六）∼ 8 / 29（三）
■ 展出地點：北港文化中心

「雲林縣寫生研究會」以戶外寫生、研討交流、增

進畫藝及帶動雲林在地之藝術發展為宗旨，由多位具有

相同繪畫興趣的同好所組成，展出作品以寫生特色為

主，透過畫家多彩的畫筆，運用特殊寫生技巧，結合水

彩、油畫、國畫等媒材，呈現給觀賞者。

本次展出作品以寫生特色為主，期盼透過畫展，帶

動全民寫生繪畫的風氣，達到「全民皆美」的目標。

※ 以上展覽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處網站公布，並以實際現場為主。

琉竹一家親－吳世興工藝展
■ 展出時間：8 / 20（一）∼ 9 / 27（四）
■ 展出地點：雲林科技大學藝術中心

「吳世興學習專長含產品造型設計、商業設計、設計的環境、設計管理、

策略行銷。本著設計家既是藝術家的理念，融合多元藝術，在工藝藝術方面擅

長竹藝、琉璃、書法、金石等，積極參與竹藝、琉璃、陶藝、武藝等多元活

動。透過展出將20餘年的工藝實務經驗與藝術學理融合貫通，在設計與藝術
方面結合於生活，學以致用，振興地方工藝文化產業發展，將所學薪火相傳，

讓社會明天共好。

「隨風而聚」萍風藝術學會會員展
■ 展出時間：7 / 15（日）∼ 8 / 14（二）
■ 展出地點：三好國際酒店 1樓大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斗六市斗六五路 35 號）

萍風藝術學會是由林脩武先生以「萍水相

逢，隨風而聚」之意命名；民國83年於斗南鎮
成立「萍風書畫會」，共推林脩武為精神導師，

李恔清先生為首任會長，會員之間聯誼雅聚並舉

辦多次聯展。民國89年由穆緒薈老師接任，後
改為「萍風藝術學會」，除持續舉辦聯展，也推

動藝文教育、投入公益活動。這次在三好國際酒

店將展出水彩、水墨、油畫、壓克力畫、書法和

裝置藝術、茶席展示等。

煥軒書會阮威旭師生聯展
■ 展出時間：8 / 15（三）∼ 9 / 14（五）
■ 展出地點：三好國際酒店 1樓大廳（斗六市斗六五路 35 號）

「煥軒書會」是斗六高中退休教

師阮威旭帶領書法班學生成立的書

會。阮威旭，字煥軒，是雲林縣書法

學會創會理事長，作品多次參加國內

外展覽，長期投入書法教學、推廣，

提攜後進。「煥軒書會」以書法教

學、交流為主，師生教習相長，並在

三好國際酒店展出師生最新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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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處圖書館訊息

■ 兒童閱覽室、視聽期刊閱覽室、開架式閱覽室、分區資源中心
　 開放時間統一為：週二∼週日 09:00∼17:00，中午不休館
■ 開架式閱覽室、視聽期刊閱覽室　 夜間開放時間：週二∼週六 17:00∼20:00
■ 自修室　 　 開放時間：週一∼週六 08:00∼20:00．週日 08:00∼17:00
■  8/31（五）館室維護休館一日
＊圖書館各館室遇國定假日均休館

公共圖書館資源中心館藏提供統一超商（7-11）取/還書服務說明
一、 自即日起凡預約借閱全國12所公共圖書館資源中心館藏圖書可於統一超
商（7-11）門市辦理取書或還書，讀者毋需支付運費。

二、超商取書服務

　　 登入「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」
（http://rrcils.ncl.edu.tw）預約圖書 → 選擇取
書超商門市 → 輸入並確認取書人資料 → 平台
顯示預約成功 → 俟收到取書通知後，請攜帶身
分證件於期限內至7-11超商門市完成取書。

三、超商還書服務

　　 登入「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」
（http://rrcils.ncl.edu.tw） → 點選「個人書房」於借閱清單中勾選本次
欲歸還圖書 → 取得還書代碼（有效期限3天） → 將歸還之圖書自行包裝
妥當（包裝尺寸長＋寬＋高總和不超過105公分，高30公分，寬（最長
邊）不超過40公分，總重量不超過5公斤） → 至超商繳費機臺輸入退貨
（還書）代碼列印小白單 → 將小白單及圖書包裹交付超商店員 → 完成還
書程序。

　　※ 離島地區目前超商尚無法提供還書服務，請將資源中心圖書至文化局
（處）圖書館辦理歸還。

四、 借閱上如有任何問題，請電話洽詢借閱證發證圖書館/縣市文化局圖書館
或登入平台首頁參考「常見問題」說明（https://goo.gl/2MMK1K）

  

雲林縣107閱讀起步走－0∼5歲閱讀推廣活動
新生兒部分： 設籍於雲林縣，於107年出生之新生兒，於1月起至戶政事務所

辦理出生登記時，即可一併辦證領閱讀禮袋。

1∼5歲 嬰幼兒部分：設籍於雲林縣，102年1月後出生之嬰幼兒，請攜帶戶口名簿至圖書館
辦理借閱證，現場借閱5本書，並參與本系列活動一場，即有機會獲得閱讀禮袋1份。
辦理日期 辦理時間 辦理名稱 地點

8/18（六） 09:30-11:30 超神奇故事同樂會 文化處兒童閱覽室

8/1（三）～ 8/3（五） 14:00-16:00 法國繪本遊－拼貼畫創作工坊 斗六市立繪本館

8/11（六）、8/18（六） 09:30-11:30 繪本導讀及親子共學手作 DIY 北港鎮立圖書館

8/11（六） 15:00-16:00 愛閱莿桐故事說演
莿桐鄉立圖書館
麻園分館

8/11（六） 09:30-11:30 親子共讀∼說故事 台西鄉立圖書館

8/11（六） 09:00-11:00 幼兒體適能∼音樂劇律動 二崙鄉立圖書館

8/19（日） 09:30-10:30 兒童故事繪本時間 大埤鄉立圖書館

8/19（日） 10:00-12:00 親子共讀 虎尾鎮立圖書館

8/4（六）、8/11（六）、
8/18（六）、8/25（六） 14:00-15:00 漫步繪本花園－說故事活動 古坑鄉立圖書館

8/14（二）、8/16（四） 09:00-11:00 閱讀起步走：繪本故事好好聽 西螺鎮立圖書館

8/27（一） 09:00-11:00 0-5歲閱讀起步走推廣活動－
繪本說故事、親子繪本導讀

水林鄉立幼兒園

8/4（六）、8/18（六） 14:30-16:30 親子來聽繪本故事做 DIY 斗南鎮立圖書館

註： 1.107年8月份後各鄉鎮市立圖書館陸續有活動，敬請期待。2.詳細領取禮袋方式請洽各館，相關活動時間以各館
公告為主。

愛閱莿桐故事說演活動

主辦單位：莿桐鄉公所

日期 時間 地點

8/11（六） 15:00∼ 16:00 莿桐鄉立圖書館麻園分館

8/12（日） 10:00∼ 11:00 莿桐鄉立圖書館

8/25（六） 15:00∼ 16:00 莿桐鄉立圖書館麻園分館

8/26（日） 10:00∼ 11:00 莿桐鄉立圖書館

註：活動時間以各館公告為準，活動相關事宜請洽各館。

第23屆新台灣史研習營－記憶雲林‧遊驛農都
　　雲林縣位居台灣西部平原的核心部分，自早期先民開發的時代以來，一直

屬於台灣農業發展重鎮的角色。農漁勞動的生存環境造就強悍的民風，卻也

形成獨特的生活信仰與文化創作泉源。在二崙、崙背、西螺則是我國昭安客家

人分布最密集、客語保留最完整的地方，最特殊的「奧客」族群所在。日本時

代，斗六鄭氏家族讓文風薰香吹拂過這片農田大地，為終日揮汗的人們注入溫

柔的力量。到了近代，虎尾的金光霹靂布袋戲結合藝術創作與商業經營，別開

台灣文化的新天地，成為現代台灣的意象代表之一。

　　雲霧縹緲林森蓊鬱的綠色大地正以嶄新風貌蛻變中，現在這裡不僅有八色

鳥、糖場及六尺四，還有素還真、高鐵及道之驛！這一次且讓我們放下匆忙的

腳步，專程駐足停留，一起來遊驛農都，記憶雲林。

時　　間：8/9（四）∼8/12（日）（共4天3夜） 
地　　點：雲林西螺福興宮、西螺鎮農會、雲林縣各鄉鎮

招生對象： 中小學教師、大專以上在學學生、地方文史工作者、專業導覽人員
或解說員及一般民眾。招生名額100人

報名方式詳見： http://www.twcenter.org.tw/archives/2341#more-2341
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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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雲林文獻」第六十輯徵稿

徵稿主題： 舉凡與雲林縣相關之人文、史地、社會、文化等理論、史料田野調查、訪
談等均歡迎投稿。內容分類為研究論文、雲林論壇、田野調查、書評。

稿　　件：1.  本刊登載以中文稿為限，譯稿請附原文及翻譯授權書。
　　　　　2.  來稿請勿一稿兩投，以電腦橫式繕打，請附光碟片及列印稿各

一份。

　　　　　3.  每篇稿件以不超過二萬字為原則，並附二百字左右之中英文題
目、姓名、摘要、關鍵字。題目自訂，不得抄襲他人之著作，

文稿內引用文字應詳列出處，且不得損害著作權法。如有違反

或不實，作者應負起一切法律責任。

　　　　　4.  與文稿相關之圖片請隨文附上，圖片與使用權取得由作者負責。
　　　　　5.  撰稿格式詳見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網站http://www2.ylccb.gov.tw/
審　　查： 投稿由雲林縣政府送請外審委員審查，決定刊用與否；無法刊出之

稿件，恕不退件，故請自留稿底。

稿　　酬： 來稿一經採用刊出，按規定致贈稿酬每仟字580元整，並贈當期
《雲林文獻》三冊。

截稿時間及投稿方式：截稿：本次截稿日為107年8月31日（以郵戳為憑）
投稿方式： 請附作者簡介、聯絡電話、通訊地址、e-mail
　　　　　郵寄：640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／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圖書資訊科收
　　　　　E-Mail：ylhg68202@mail.yunlin.gov.tw 
　　　　　電話：05-5523197；傳真：05-5353790

2018雲林國際偶戲節－偶戲研討會徵稿
　　「雲林國際偶戲節活動」自1999年起辦理迄今，奠「布袋戲的故鄉」雅
譽，深受國人讚賞。本次擬邀請曾經參演國內外偶戲之學者專家、藝術工作者

及國外辦理國際偶戲藝術節之策展人參與，期能激發出新思維，凝聚偶戲永續

推廣共識，徵集國內外偶戲相關研究論文發表並出版論文集。

徵稿說明：（一）徵稿主題：基於前述，本次研討會的徵稿，擬包括下列領域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.傳統偶戲的現況、創生與展望議題、2.偶戲的國際新型態
營運與科技、3.偶戲傳統節慶與新創節慶的行銷與探討、
4.從雲林布袋戲館到布袋戲傳習中心的想像與功能定位
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徵稿對象： 本次研討會論文歡迎國內外對偶戲有興趣、有研
究之一般大眾踴躍投稿。
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徵稿類型： 論文發表：於全文徵集前需先投稿摘要，經匿
名審查通過，則會將摘要印製於會議手冊之

中，活動當天請錄取者自行準備簡報檔（MS 
Powerpoint）於會場進行論文發表，摘要格式
規範請詳見第11項說明。

研討會時間：第一天：10/9（二）、第二天：10/10（三）
研討會地點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（632虎尾鎮文化路64號）
聯絡方式：可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林組員（雲林布袋戲館營運組員）

聯絡電話：05-6313080　Email：zxct10601198@gmail.com
詳臉書網址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2018yunlinpuppetseminar/

※ 以上徵選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處網站公布，並以實際現場為主。

食藝慶典「雲林食采」行銷影片徵件比賽

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107年8月31日截止
得獎公布：預計於107年9月公布
影片時間：3∼5分鐘為限，另須剪接30秒濃縮精華版。
影片主題： 拍攝內容以「雲東地區－林內、斗六、古坑」豐收食采雲林作客為

主題，帶出雲林飲食文化的在地滋味，拍攝內容可以從多方創意著

手，微電影、人物專訪或主題影像等方式呈現。

獎　　項：首獎1名：獎金20萬元整，獎狀一張。
　　　　　二獎1名：獎金 5 萬元整，獎狀一張。
　　　　　三獎1名：獎金 3 萬元整，獎狀一張。
　　　　　佳作2名：獎金 1 萬元整，獎狀一張。
 詳細活動資訊：搜尋「2018食藝慶典」官網或「慢遊雲林」臉書粉絲專頁
聯絡窗口：胡小姐(02)2377-0001・E-mail：antervic@gmail.com

※本活動詳細資訊以主辦單位公告為準

雲林藝文月刊問券調查

雲林縣政府文化處提供問卷，供民眾填寫對雲林藝文活

動的意見。為鼓勵民眾參與，意見表將由電腦隨機抽出

20名，致贈精美禮品20份。
意見表問券網址：https://goo.gl/Ls4F9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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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　　址：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1樓
電　　話：05-5523207
開館時間： 週二∼週日 09:00∼17:00／中午不休息／週一休館／其他休館

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文化處
兒童
閱覽室

電影導讀（與任林教育基金會雲林學習站合作）
8/2  （四）09:30∼12:00／《父後七日》／任林志工
8/9  （四）09:30∼12:00／《逆風少年》／任林志工
8/11（六）13:30∼16:00／《小美人魚》／任林志工
8/16（四）09:30∼12:00／《鋼鐵老爸》／蔡文君
8/23（四）09:30∼12:00／《單車環島日誌練習曲》／蔡文君

影片欣賞　8/4  （六）10:30∼12:00／動畫《怪怪箱》
　　　　　8/5  （日）10:30∼12:00／動畫《魔法阿嬤》

故事志工說故事
8/11（六）10:30∼11:30／《來唱囝仔歌》＋畫圖（人數不限）／李宜芳
8/12（日）10:30∼11:30／ 《高高在上》、《奇奇怪怪真奇怪》＋手作－手心

卡片（手作限定20人）／葡萄媽咪（王綉惠）
8/19（日）10:30∼11:30／ 英文繪本（全程英語互動）／Charlene姊姊（林青樺）
8/25（六）10:30∼11:30／ 《最漂亮的相片》＋故事延伸（依講師現場活動

而定）／開心果阿姨（李秀月）

8/26（日）10:30∼11:30／ 《柚子花開》手作－紅粉豬DIY（手作限定20人）
／謝順義爺爺

閱讀起步走活動　8/18（六）09:30∼11:30／超神奇故事同樂會／糖果老師（陳秀春）
※ 參與故事活動需事先報名，請於「雲林縣政府文化處」臉書粉絲專頁線上報名。
※  除了手作依報名順序為優先名額，聽故事則不限名額喔！請準時報到，逾時未到將手作機會給現場後補全程參與
者；若已報名但不克前往也請提前來電告知∼歡迎大小朋友一起來聽故事囉！

※ 電影賞析約2小時，觀賞完畢會有近1小時的分享及討論，邀請家長們相揪來陪孩子看電影，一起討論延伸喔！
※ 如有問題請洽兒童室05-5523207，或服務臺05-5523137。

※以上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處網站公布，並以實際現場活動為主。

地　　址：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1樓
電　　話：05-5523413
開館時間： 週二∼週六 09:00∼20:00／中午不休息／週日 09:00∼17:00
休館時間：週一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文化處
視聽期刊
閱覽室

主題書展－「夏天好好玩」      ※以上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處網站公布，並以實際現場活動為主。

地　　址：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3樓
電　　話：05-5523354
開館時間： 週二∼週日 09:00∼17:00
休館時間： 週一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文化處
雲林分區
資源中心

主題書展－「享讀一夏」

知識交享閱－雲林分區資源中心集點樂活動 
一、 至本處圖書館資源中心（3樓）每次借閱圖書冊數達5冊（含）以上者，即
可於閱讀集點卡蓋章1次。（1天最多蓋2個章喔！）

二、 1張借書證1張集點卡（集滿後可再領取），非同1人不合併計算。凡集滿6
個章（1張集點卡）即可向本分區資源中心兌換獎品。

　  （A4資料夾、筆記本、磁鐵書籤等擇一，數量有限，送完為止）
三、 另集滿3張集點卡（18個章）即可兌換圖書乙本（詳分區資源中心展示架）

※以上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處網站公布，並以實際現場活動為主。

網　　址：louyoung.org.tw
Facebook：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
地　　址：西螺鎮延平路92號　　
電　　話：05-5861444、05-5860101
開館時間： 週二∼週日 08:30∼17:30
休館時間： 週一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西螺
延平老街
文化館

展覽　　7/6  （五）∼8/5（日）【竹夢人生－楊盛輝・曾淑惠竹藝聯展】
工作營　7/17（二）∼8/7（二）【2018西螺木雕創作營】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準

民營
館舍

【書庫】

地　　址：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2樓
電　　話：05-5523202
開館時間： 週二∼週六 09:00∼20:00／中午不休息／週日 09:00∼17:00
休館時間：週一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文化處
開架式
閱覽室

主題書展－「鬼怪」                 ※以上活動若調整將於文化處網站公布，並以實際現場活動為主。

【芒果咖啡】

地　　址：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1樓
電　　話：05-5371355
開館時間： 週二∼週日 12:00∼21:00
休館時間： 週一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文化處
咖啡館

委外
館舍

藝文展覽　8/1（三）∼10/30（二）／《許惠菁個人畫展－場景的記憶》

音樂講座　8/11（六）15:00∼16:30／ 
《旋轉古樂音樂會前導聆－古樂的問題反思與木笛的歷史定位》

主講：台灣旋轉木馬古樂團總監林靖偉／免費入場，需事先報名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Facebook：斗六雲中街生活聚落
地　　址：斗六市雲林路一段75巷7號（共創空間）
電　　話： 05-5336521
開館時間： 週二∼週日 10:30∼19:00
休館時間：週一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臉書最新公告為準

雲中街
生活
聚落

8/4  （六）09:30∼13:30／西市食字路口－爸王餐就交給我 
8/17（五）18:00∼20:00／七夕之夜－浪漫餐桌計畫
8/18（六）14:00∼15:00／巴奈海嘯巡迴100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委外
館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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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cebook：雲林縣斗六市繪本圖書館
地　　址：斗南鎮南昌路17號
電　　話：05-5962507轉14
開館時間： 週四∼週日 10:00∼18:00
休館時間： 週一∼週三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他里霧
繪本館

委外
館舍

他里霧暑假fun手作
　　透過DIY手作的趣味能開發學子的創意思維，讓學子們都
能創作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，此外亦包含心靈雞湯之品格

教育的講座課程，歡迎家長帶領孩子一同參與！

8/12（日）10:00∼12:00／親子摺紙趣（材料費150元）
8/19（日）14:00∼16:00／多肉植物小吊飾（材料費200元）
8/25（六）10:00∼12:00／乾燥花（材料費300元）
8/26（日）10:00∼12:00／閃閃水晶球（材料費250元）

藝氣風發－小藝術家啟蒙繪本營

　　本次繪本營隊將創作流程、故事發想、圖文創作三大面向帶入課程，讓孩

子在參與營隊的過程中產出屬於自己的作品，另外也邀請知名的藝術家一同加

入營隊，分享創作過程的心得，激發孩子們的創作動力。

8/3（五）10:00∼17:30 至 8/4（六）10:00∼12: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Facebook：他里霧漫畫館
地　　址：斗南鎮南昌路19號
電　　話：05-5962507轉15
開館時間： 週三、週五∼週日 10:00∼18:00
休館時間：  週一、週二、週四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他里霧
漫畫館

委外
館舍

他里霧暑假fun手作
8/5  （日）10:00∼12:00／創意毛巾拼貼（材料費300元）
8/17（五）10:00∼12:00／石婷：小豆芽說故事（免費參加）
8/24（五）10:00∼12:00／石婷：小豆芽說故事（免費參加）

藝氣風發－小藝術家啟蒙繪本營

　　本次繪本營隊將創作流程、故事發想、圖文創

作三大面向帶入課程，讓孩子在參與營隊的過

程中產出屬於自己的作品，另外也邀請知名的藝

術家一同加入營隊，分享創作過程的心得，激發

孩子們的創作動力。

8/10（五）10:00∼17:30 至  8/11（六）
10:00∼12: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Facebook：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
地　　址：斗南鎮南昌路21號
電　　話：05-5962507 轉13
開館時間： 週三、週四採預約制，週五∼週日依播放場次開放入場 
休館時間：週一、週二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：熱門影片、動：動畫片、紀：紀錄片、活：活動

68
電影館

委外
館舍

電影播放場次

日期 10:00 14:00 16:00 19:00

8/3（五） 紀  音躍巴黎 動 魔蹤傳奇 Disc3(中 ) 二度蜜月不浪漫 紅鷹俠

8/4（六） 熱戀年代 咿比拇指精靈 逗陣ㄟ  音躍巴黎

8/5（日） 跨越世紀的情書 紀  拔一條河 動 米芽米咕人 (中 ) 使者

8/10（五） 紀  夢饗米其林 動 酷巴：尋斑大冒險 (中 ) 咿比拇指精靈 天賦異手

8/11（六） 急凍行者 活 107年媒體識讀與公民記者訓練
  致我們終將逝去
的青春

8/12（日） 二度蜜月不浪漫 活「再會馬德里」放映座談會 阿嬤的夢中情人

8/17（五） 紀  看見台灣 動 希達的秘密花園 (中 ) 真愛沒有句點 告密者

8/18（六） 紅鷹俠 跨越世紀的情書 使者  天賦異手

8/19（日） 咿比拇指精靈 紀  音躍巴黎 動 酷巴：尋斑大冒險 (中 )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

8/24（五） 紀  拔一條河 動 米芽米咕人 (中 ) 好萊塢的黑名單 熱戀年代

8/25（六） 天賦異手 二度蜜月不浪漫 阿嬤的夢中情人  真愛沒有句點

8/26（日） 真愛沒有句點 紀  夢饗米其林 動 希達的秘密花園 (中 ) 逗陣ㄟ

8/31（五） 紀  青春嘻哈團 動 小瓢蟲的聖誕節 (中 ) 跨越世紀的情書 急凍行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Facebook：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
地　　址：斗南鎮南昌路23號　　　
電　　話：05-5962507 轉12
開館時間：週三∼週四 10:00∼18:00、週六∼週日 09:00∼18:00
休館時間： 週一、週二、週五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環境
教育館

委外
館舍

樹藝境－他里霧藝術裝點行動
8/18（六）∼8/19（日）13:30∼16:30
　　環境教育館於8月將舉辦「樹藝境－他里霧藝術裝點行動」，使用乾燥的
樹枝與毛巾的線紗，編織具獨特自然風味的裝置藝術。本活動期望透過手作的

工藝創作，探索生活中可再利用之媒材，運用不同形式的工藝表現與技法，藉

以豐富生活與心靈。從中體認各種藝術價值、風格及其脈絡，珍視他人與自己

的創作及表現，並熱忱參與多元文化的工藝創作活動。  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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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袋
戲館

委外
館舍

網　　址：tour.yunlin.gov.tw/huwei
Facebook：雲林布袋戲館
地　　址：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98號　
電　　話：05-6313080　　　
聯絡信箱：palm.puppet@gmail.com
開館時間： 週三∼週日 10:00∼18:00
休館時間：週一、週二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免費定時導覽　週六、日11:00、13:30／各1場

木藝堂－偶藝論春秋特展／1樓特展區
　　木藝堂創意木偶團隊為在地團隊，長期投入文創戲偶製作，本次特展由三

國人物，早期電視懷舊偶、偶藝論春秋等組成，從木偶雕刻、造型、服飾及實

景營造氛圍，均由團隊打造，帶動文創布袋戲風潮。

掌中風雲　叱吒武林展／1樓常設展區
　　雲林縣為臺灣布袋戲的重要發祥地，同時擁有全台

數量最多布袋戲團與世代傳承的脈絡，被譽為「布袋戲

的故鄉」。雲林縣為保存及推廣布袋戲文化，精心策劃

「掌中風雲，叱吒武林展」，以布袋戲的源起、布袋戲

的演變與發展、布袋戲角色與藝術及布袋戲在雲林等四

大主題，帶領大家進入臺灣布袋戲的世界。

8月週末演出／14:30∼15:00／2樓戲院
8/4  （六）明星園掌中劇團《白賊七－拐騙記1》
8/5  （日）黃世志電視木偶劇團《水果三劍客》
8/11（六）今日大型掌中戲《濟公降魔記》
8/12（日）今日大型掌中戲《濟公降魔記》
8/18（六）明星園掌中劇團《白賊七－拐騙記2》
8/25（六）黃世志電視木偶劇團《水果三劍客》
8/26（日）真雲林閣掌中劇團《兩隻老虎》

國際偶戲工作坊　8/19（日）10:00∼17:00／2樓戲院／泰國普吉島劇團
含完成提線木偶、午餐、欣賞演出／招生30人／報名請洽布袋戲館

活動查詢　更多精采活動請至雲林布袋戲館網頁及Facebook專頁查詢
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地　　址：北港鎮公園路66號（北辰國小旁）
電　　話：05-7832999
開館時間： 每週二∼週日09:00∼17:00開放參觀／週一休館／其他休館日

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北港
文化中心

暑期好玩藝
8/5  （日）09:00∼16:30／ 夏令營／國小3∼6年級／報名時間：7/29（日）／附午餐
8/26（日）13:00∼14:30／工藝DIY／國小1∼6年級／報名時間：8/19（日）
8/26（日）15:00∼16:30／故事說演／國小1∼6年級／報名時間：8/19（日）
◎ 注意事項：1. 活動全程免費，每梯次活動人數30名，額滿為止。2. 統一採電話及現場報名，於報名日當天上午9:00
接受填寫資料，不接受提前預約報名。3. 現場報名開放20個名額，電話報名開放10個名額。4. 為顧及報名之公平
性，一位家長限報兩名學童。5. 上課地點：北港文化中心（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66號）6. 如遇颱風等天災，經電
視、電台公佈本縣不上班或不上課則比照辦理，恕不通知，將另行通知補課時間。7. 活動詳情請洽05-7832999或
臉書搜尋「雲林縣北港文化中心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Facebook：他里霧微光草原聚落
地　　址：斗南鎮南昌路27號
電　　話：05-5962507 轉11
開館時間： 週三∼週日 09:00∼18:00
休館時間： 週一、週二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他里霧生
活美學館

委外
館舍

夏宴之饕系列活動【展覽】「阮ㄟ庄頭後溝仔－在地好滋味」
8/8（三）∼10/28（日）
　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團隊進駐他里霧文化園區以來，持續挹注大學社會責任

實踐計畫資源，師生由校園走入社區，在樸質平凡的社區中挖掘潛藏於地方

的技藝珍珠，「春種一粒粟，秋收萬顆子」，團隊透過前期深耕地方的養分，

在今年入秋配合園區「秋藝之技」祭典主題，於他里霧生活美學館中為您獻上

「秋藝深濃‧他里霧社區技藝聯展」，透過「在地藝術家」與「技藝產業」的

視角一窺斗南鎮的文化瑰寶，期盼透過策展在他里霧生活美學館串連文化珍

珠，秋藝之技系列展覽－「秋藝深濃‧他里霧社區技藝聯展」邀您一同感受富

饒的在地技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展覽　7/7（六）∼8/31（五）／廖淑芬烙畫藝術創作個展

影片欣賞　8/4、8/11、8/18、8/25（每週六）11:00∼15:00
　　　　　8/5、8/12、8/19、8/26（每週日）11:00∼15:00

藝師DIY互動式教學
8/5、8/12、8/19、8/26（每週日）13:00／ 免費DIY體驗活動（限20名）
※活動詳情、異動請上「北港工藝坊」FB粉絲團查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Facebook：北港工藝坊
地　　址：北港鎮共和街2號　
電　　話：05-7834595
開館時間： 週三∼週日 10:00∼16:00
休館時間： 週一、週二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北港
工藝坊

委外
館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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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　　址：www.ylstoryhouse.org.tw　    Facebook：雲林故事館
地　　址：虎尾鎮林森路一段528號　　　電　　話：05-6311436
開館時間：週三∼週日 ，國定假日10:00∼18:00
休館時間： 週一∼週二休館／其它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參訪須知： 入館區每人酌收文化永續維護/清潔費50元整。凡設籍雲林縣之縣民、12歲以

下兒童、持有志工護照、身心障礙手冊、低收入戶者等，可享免費入館優惠。

團體預約導覽： 參訪人數凡達10人以上者，需於1週前完成網路預約申請。未依規定完
成申請者，需在現場補辦申請繳費後，方可入館。歡迎學校機關、閱讀

推廣團體、文史/生態關懷等團體預約。(10人以上，每梯次最多40人)

雲林
故事館

委外
館舍

角落學習　

　　閱讀角：在戶外空間裡，歡迎大小朋友一起來舒適的大沙發上共享閱讀時

光，閱讀完後也可以在此角落朗讀故事分享給大家。

　　詔安客語生活情境對話：語言在生活中學習，歡迎大小朋友到二崙故事屋

的任一角落，用詔安客語進行生活情境的對話，學習詔安客家人的生活語言。 
詔安客語生活情境對話： 《愛客書》有61個會話主題，大小朋友可以找一個夥伴進行情境對話，並由館舍人員拍攝影

片做為紀錄，並給予認證獎章一次以作為鼓勵。累計30次獎章可領一份小禮物。

來說故事　8/4  （六）15:00∼16:00／徐麗如：五味太郎書群
　　　　　8/4  （六）19:30∼20:30／廖靖玉：西遊記
　　　　　8/5  （日）10:30∼11:30／李怡靜：歡喜巫婆之剛好有雜貨店
　　　　　8/11（六）15:00∼16:00／陳素蓮：好餓好餓的毛毛蟲
　　　　　8/18（六）15:00∼16:00／李怡靜：企鵝熱氣球
　　　　　8/19（日）10:30∼11:30／葉安琪：鯨魚
　　　　　8/25（六）15:00∼16:00／吳毓珍：小兔子的奇怪阿嬤
　　　　　8/26（日）10:30∼11:30／【客語日】鍾進添：詔安客語拼音秘技
※【客語日】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日，全館客語服務，早上10:30∼11:30故事說演。  

跨界結盟－故事無國界
8/11（六）19:30∼20:30／ 詔安客語話家常／李幸妃：由偶來講客－我是詔安

客家小小配音員

8/12（日）10:00∼12:00／ 創意生活故事工坊／楊盛輝：漾竹小竹籃DI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材料費：100元）
8/25（六）19:30∼21:00／多元藝文展演／故事舞台劇－咚咚舞蹈劇團

夏令營
8/13（一）∼8/17（五）09:00∼17:00／2018探索客庄－詔安古厝故事導覽營
8/18（六）19:00∼21:00／成果發表 

跨界結盟－兒童瑜珈　8/12（日）15:00∼16:00／ 蔡晨曦、游琇棠：兒童瑜珈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8/19（日）09:00∼10:00／陳幸吟：兒童瑜珈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8/25（六）14:00∼15:00／劉向晨、洪秀如：兒童瑜珈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8/26（日）10:00∼11:00／蔡晨曦、游琇棠：兒童瑜珈
※ 請自備瑜珈墊，限7人，年齡4∼10歲。如有氣喘或特殊疾病的小朋友請事先告知老師，以免珈遊戲課程進行中小朋友
因過度興奮而產生的安全疑慮。謝謝。請提前十分鐘報到，遲到20分鐘不適宜再入場。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網　　址：erlunstoryhouse.ylstoryteller.org.tw/    
Facebook：二崙故事屋
地　　址：二崙鄉崙西村中山路102號　
電　　話：05-5989490／0986-142-000
聯絡信箱：erlunstoryhouse@ylstoryteller.org.tw
開館時間： 週三∼週五、週日、國定假日 09:00∼17:00／週六 13:00∼21:00
休館時間： 週一、週二休館／其它休假日以最新公告為準
團體預約導覽： 開放學校、機關團體預約導覽、故事說演、共讀，故事工

作坊收費另計。凡10人以上團體，均需於一週前提出申請
（每時段/每梯次限40人）

二崙
故事屋

委外
館舍

雲林講古　每週六13:30∼14:30

廟宇符號特展　台灣廟宇何其多，除了最經典香火袋，還有很多代表性符

號，想看到全雲林超人氣廟宇符號展，來雲林記憶Cool準沒錯！

暑假勞作Fellow Me　8/5  （日）14:30∼15:30／環環相扣動物園／名額10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8/19（日）14:30∼15:30／海底總動員／名額10人
※需事先報名，可私訊粉絲專頁或是電話報名，勞作費每人200元，含茶點 

芒果樹下的野餐　8/26（日）12:00∼15:00／ 芒果樹下的野餐
※需事先報名，可私訊粉絲專頁或是電話報名，收費標準，每人/150元(含餐點)，12歲(含)以下100元，5歲(含)以下免費。

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Facebook：雲林記憶cool
地　　址：虎尾鎮林森路一段501號　
電　　話：05-6327282 
開館時間： 週二～週日 09:00∼18:00
休館時間：週一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虎尾登記所
雲林記憶

Cool
委外
館舍

例行館舍服務－導覽　　假日10:00、11:00、14:00、15:00、16:00

例行館舍服務－說故事　假日10:30、11:30、14:30、15:30、16:30

一日郡守－體驗　每週六、週日 11:00、15:00

駐館藝術家－創意故事偶戲工作坊Mr. Daniele Poidomani
8/1（三）∼8/5（日）09:00∼12:00、13:30∼18:00
　　成人創意巨偶製作工作坊（材料費1,500元/含保證金）
8/2（四）∼8/3（五）09:00∼12:00、8/5（日）09:00∼16:00
　　小朋友創意偶戲故事劇場工作坊（材料費2,500元）
8/5（日）15:00∼16:00／故事劇場成果演出

台灣故事臉譜　8/11（六）14:00∼16:00／紀淑玲：鵝尾山ｅ眠夢
　　　　　　　8/18（六）14:00∼16:00／一冊大木阿謙

抓周收涎　　　8/12（日）14:00∼16:30／乖寶寶來抓周

多元藝文展演　8/26（日）14:30∼16:00／咚咚舞蹈團：我家的臭ㄚ嬤 

臺語日－全館台語服務　8/26（日）15:30∼16:30／台語故事說演       
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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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設展　雲林詔安客主題展示館／1、2樓展區

常態性課程－詔安童謠輕鬆學

每週一18:30∼21:30／1樓會議室
　　邀請在地客語廖俊龍老師指導，讓學員認識詔安客家童謠在地聲音的特

色，對臺灣語言文化更寬廣的認識。

常態性課程－薩克斯風班

每週三19:00∼21:00／1樓會議室／邀請薩克斯風的老師教導

常態性課程－新住民生活知能研習班

每週四18:30∼21:30／1樓會議室
　　由李秉承老師親自教導，幫助新住民女性突破語言溝

通的障礙，增加事務處理、人際關係與溝通的能力。

常態性課程－長青書畫班

隔週星期五14:30∼16:30／1樓會議室
　　邀請楊友農老師指導學員書法畫，學員多數為詔安地

區的學員，相互交流與學習。 

行政導覽志工培訓
7/4（三）∼9/2（日）每週三晚間19:00∼21:30／1樓多功能展示室
　　延續106年志工培訓計畫，希冀持續栽培更多行政與導覽志工，以建全館舍
管理及導覽制度。課程內容除了充實志工對於詔安客家之信仰、語言、民俗等文

化知識外，更一併培植志工的館舍管理、活動策劃、展覽策劃等行政事務工作的

能力，提升志工協助遊客導覽、館舍庶務等工作能力。歡迎對詔安客家文化有興

趣之民眾共同參與。課程詳情可搜尋「詔安客家文化館」官方網站與粉絲專頁。

詔安精選產業推廣
 活動時間：依館方公告為主
　　雲林縣的詔安客居住在土壤肥沃的平原上，天然條件十分優良，栽培出豐

富的作物、製造出優良的物產。為加強詔安客家商品的特色、提升詔安客家特

質、增加市場曝光率，本活動規劃詔安客家特色產業商品的遴選計畫，藉以推

廣詔安客家地區在地產業。

Facebook：詔安客家文化館
地　　址：崙背鄉東明村民生路28之8號
電　　話：05-6960140
聯絡信箱：yunlinhakka@gmail.com
開館時間： 週三∼週日 09:00∼18:00、12:00∼13:00 休息
休館時間：週一、週二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團體預約導覽： 如需導覽，請在一週前提出申請，相關規定請參考詔安客家
文化館預約導覽申請。

詔安客家
文化館

委外
館舍

親子童物手作坊－編織藝術
8/4（六）10:00∼13:00／1樓賣店
　　邀請雲林縣麻干產業協會總幹事－李忠山老師前往教學，學習如何使用稻

草編織，編織簡單又環保的童物。歡迎大家一起到詔安客家文化館體驗傳統玩

物手作的樂趣。

細子人作垺聽故事
8/4（六）、8/18（六）10:00∼12:00／1樓會議室
　　為了引發學童對詔安客家文化的興趣，本活動邀請擅於以客語講故事的老

師，用多元的表達，如繪本、口述、肢體等方式，激發學童學習的興趣，進而

增進小朋友對詔安客家文化的認識，亦可間接訓練學童口條與表達能力。

採定時定點說故事服務：

10:00／「傳說的對決－七欠武術傳奇」
10:30／「張骨廖皮」
11:00／「值日一整年－著年」
11:30／「不能說的祕密」

親子童物手作坊－風車鳥笛
8/18（六）10:00∼13:00／1樓賣店
　　邀請大工土木包工業設計師－蘇耿頤老師前往教學，利用竹製材料製作鳥

笛，歡迎大家一起到詔安客家文化館體驗傳統玩物手作的樂趣。

假日市集
8/19（日）10:00∼13:00／1樓迴廊、中庭
　　每月第三個星期日，邀請在地美食、小吃等一同參與，有道地的詔安客家

美食、有機蔬菜，到詔安客家文化館辦理假日市集，並邀請在地表演團體，歡

迎大家一同參與。

工藝DIY教學課程－客家布手工吊飾
8/19（日）10:00∼13:00／1樓賣店
　　客家布手工吊飾製作課程，邀請詔安客家文化館志工隊吳秀蔥老師前來教

學，歡迎大家一起到詔安客家文化館參與手作的樂趣。

免費商店
8/19（日）10:00∼13:00／1樓賣店
　　為提倡客家精神「惜物」，於每月第三週星期日辦理免費商店活動，民眾

可將家裡用不到或過多的物品、食品到館內交換，以物換物或以力換物的方

式，換取所需物品，歡迎大家到客館找尋自己所需的物品。

小主播體驗營
8/21（二）∼8/24（五）13:00∼17:00／1樓會議室、2樓客家電視臺
　　暑假期間「小主播體驗營」提供學童體驗新聞採訪、播報工作。將邀請客

家電視臺專業記者、客語教師蒞臨進行課堂授課，讓學童透過體驗記者工作的

過程。播報體驗將進行錄影，並合成為新聞播報短片，上傳YouTube或臉書專
頁，分享小主播們的努力成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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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京姐姐說故事《正方形》
8/11（六）15:30∼16:00／2F兒童館／主講：維京姐姐
　　正方形的祕密洞穴裡，充滿許多正方形的石塊。每

一天，正方形都會把石塊推到山頂上。那天，圓形看見

正方形和他的石塊，以為他是個雕塑家，於是要求正方

形為他雕塑一個圓形的雕像，可是⋯⋯。

適合年齡│3歲以上

【2Plus燒杯博士】桌遊Happy Time
8/19（日）15:30∼16:00／2F兒童館
　　一款考驗手眼協調以及專注力的遊戲，玩家必須依

循撥動分子球的規則來完成挑戰，不只比速度也比精確

度，非常適合一家大小、親朋好友一同翻攪！ 
適合年齡│6歲以上

虎讚・尋案記錄
8/1（三）∼8/31（五）
　　邀請你尋找虎尾店

合同廳舍最具特色的地

方，並將照片PO至個人
FB、IG上且Hashtag#誠
品虎尾合同廳舍，即可

獲得「奮起福米餅」乙包。

兌換地點：誠品書店虎尾店1F（限量100份／數量有限送完為止）

誠品虎尾店縣民日－週三來買冊

即日起∼9/26（三）每週三
　　凡持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和雲林縣身分證

（或學生證），於書店當日單筆不限金額消

費享9折；消費滿1,000元贈「50元抵用券」
乙張；1,500元可參加「暖心扭樂趣」乙
次，有機會獲得檜木杯墊、玻璃吸管組、生活磁鐵組。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【誠品虎尾店】

地　　址：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91號
電　　話：05-7003566　　　傳　　真：05-6338846
開館時間： 平日11:00∼21:00／假日10:30∼21:30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

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星巴克虎尾店營業時間： 07:00∼21:30

合同
廳舍

委外
館舍

其他活動

焦慮的迴圈－談強迫症治療
8/25（六）14:00∼16:00
主　　講：黃偉烈　主任／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醫學部主任、雲林精神健康學苑顧問
地　　點：雲林精神健康學苑　田納西書店3樓藝術人文空間
　　　　  （斗六市民生南路6號3樓演講室）
活動報名： 請先報名，活動免費
活動洽詢： 05-5327966、02-2327-9938#13、brain13@mhf.org.tw
備註： 參與以上雲林精神健康學苑活動場次，可研發公務人員研習時數。更多消息請至雲林精神健康學苑部落格：

http://blog.sina.com.tw/mhf_yunlin

心動雲林觀光護照，遊你做主，作伙來雲林一起七桃

　　雲林縣政府發行「心動雲林」觀光護照，護照中介紹山、海、平原心動景

點、2018年度節慶活動，以及半日遊、一日遊、二日遊、三日遊小旅行任你
選，包含旅行社套裝行程、社區客製化行程及自由行體驗行程，並提供旅遊

資訊服務。憑觀光護照享食宿遊購75家特約商店優惠。可至雲林四大旅服中
心，斗六、虎尾、北港與草嶺及全省旅服中心索取心動雲林觀光護照，也可至

雲林文化旅遊網、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官網及慢遊雲林FB粉絲專頁下載。
※活動資訊可洽詢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觀光行銷科05-55231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2018台灣國際兒童影展巡迴－雲林場
8/4（六）第一場12:35∼15:05／片名：我的意外老爸／保護級
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場15:40∼16:30／短片合輯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片名：彈丸兄弟大冒險、片名：把拔怕怕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片名：頭兒頭兒大風吹、片名：早安先生／普遍級
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場18:35∼20:30／片名：尋找杏桃街／保護級
8/5（日）第四場12:35∼14:35／片名：阿公真難搞／保護級
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場15:10∼16:30／短片合輯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片名：無聲合唱團、片名：同學來我家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片名：糖果工廠的秘密（加映）／保護級
場　　地：斗六中華影城（斗六市雲林路二段19號）
索票地點：雲林縣政府服務中心（ 週一至週五08:00∼12:00，13:30∼17:30，

六日休息）

　　　　　雲林縣文化中心服務台（週一至週日08:00∼20:00）
索票時間： 自7/21（六）08:00開放索票，數量有限索完為止，一人限索取一個

場次，一個場次以2張票券為限 
相關網址：2018台灣國際兒童影展全國巡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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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獎勵標準如下：
　		（一）文學獎、表演藝術獎及美術獎：						

														1. 首　獎：發給獎金 60,000 元，獎座及獎狀。

														2. 第二名：發給獎金 20,000 元，獎座及獎狀。

														3. 第三名：發給獎金 10,000 元，獎座及獎狀。

														4. 佳　作：	發給獎金1,500元，獎狀乙紙。（表演藝術獎除外）

														5. 入　選：發給獎狀乙紙。（表演藝術獎除外）

　		（二）貢獻獎：贈獎座及獎狀。

四、收件期間：
　		（一）文學獎：	107 年 6月 1日（五）至 8月 31 日（五）

　		（二）表演藝術獎：	107 年 6月 1日（五）至 8月 31 日（五）

　		（三）美術獎（短片類除外）：

														1. 邀請展收件：	107 年 8 月 25 日（六）至 8月 27 日（一）

														2. 徵件展收件：	107 年 9 月 1日（六）至 9月	3 日（一）

　		（四）美術獎（短片類）：107年 6月1日（五）至8月31日（五）

　		（五）貢獻獎：107 年 6月 1日（五）至 8月 31 日（五）
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徵 選

　　每年辦理的「雲林文化藝術獎」徵選活動今年已邁入第十四屆，

總獎金達新臺幣百萬元，歡迎對於藝文創作有興趣暨符合相關資格者

踴躍報名參加，報名簡要資訊如下：

一、徵選類別如下：
　		（一）	文學獎：1. 短篇小說類。2. 報導文學類。

　		（二）	表演藝術獎：1.音樂類＜西洋音樂類＞。2.舞蹈類。3.戲劇類。

　		（三）	美術獎：1. 水墨類。2. 西畫類。3. 工藝類。4. 書法類。5. 設

計類。6. 短片類。7. 攝影類。

　		（四）	貢獻獎：由本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國內文化藝術相關機

關或機構、公私立各級學校、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、本縣現

任之公共藝術審議會委員或文化資產審議會委員推薦，或自

行報名之個人或團體。

二、�參選資格為（曾）設籍、就業、就學、服役或出生於雲林縣之個人；
或父母其中之一為設籍或出生於雲林縣者；或設立於雲林縣之團
體；惟貢獻獎不受上列限制。

　		（一）凡持有有效身分證，且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為 P者。

　		（二）出生：凡持有有效身分證，且身分證登記出生地為雲林者。

　		（三）設籍、就業或服役：曾設籍、就業或服役於本縣者。

　		（四）就學：（曾）在本縣各級學校就學者。

　		（五）父母其中之一為設籍或出生於雲林縣者。

　		（六）	以團體報名者應為本縣立案之團體，或其成員半數以上須符

合前述五款個人資格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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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好風光‧全民來命名

　　被譽為「雲林版日月潭」的口湖 梧滯洪池，是本縣最具規模的滯洪池，

茂密的林地衍生豐富的自然生態，成為口湖的水漾後花園。邀請大家一起動動

腦來為這個自然生態區，取一個最適當的名字，讓雲林的好，大家都知道。

　　訂於8月3日開始啟動徵名投票，讓民眾網路投稿（活動發布於「愛上雲
林」粉絲專頁（https://goo.gl/r8CfLQ)），經專家學者篩選符合主題作品最

高分的前3位，再讓民眾進入網路票選15天，最終結果將以（第
一階段評審分數Ｘ70%＋第二階段民眾票數／總票數Ｘ100
Ｘ30%），為最後該作品總分數，第二名及第三名可獲
「入圍獎」，第一名獲「優勝獎－Apple IPAD」，另有
網路票選抽獎25名獎項，預計9月底公布命名結果。活

動詳情請上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網站查詢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海角遇上愛－浪漫七夕湖畔音樂會
8/18（六）16:00∼18:30
地　　點： 口湖鄉 梧滯洪池抽水站旁（原龍舟競賽場地舞台區）

活動內容：（一） 戀曲30：邀請藝人、麵包合唱團、四季紅烏克麗麗樂團、閃
亮樂團等，以各年代愛情金曲為音樂會主軸，並與現場民眾

進行互動猜歌、聽歌猜歌名等遊戲，製造趣味，並贈送精美

情人節小禮品。
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 出賣愛情市集：以愛情追求過程中，你濃我濃時，情侶間互
贈之禮物、飲品及手作小禮等，為市集內容讓情人可選擇不

同的禮物傳達心意。
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 在口湖的中心呼喊愛：鼓勵大家有愛要大聲說，以愛的大聲
公，讓前來參與的民眾對著另外一半說出內心想說的話。
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 情定 梧，P.S.我愛你：邀請民眾找尋 梧滯洪池最美景色

與角度，並與伴侶共同拍照、打卡，一起「情定 梧滯洪

池」，於活動會場出示照片記錄，即可獲贈小禮品。活動詳

情請上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網站查詢           ※依主辦單位公布訊息為準

其他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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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處　 05-5523130
處長室　 05-5523133．傳真　05-5374061 
副處長室　 05-5523132．傳真　05-5340915 
服務台　　 05-5523211、05-5523137
還書專線　 05-5523202、05-5523203
兒童閱覽室 05-5523207
視聽期刊閱覽室 05-5523413
開架式閱覽室  05-5523202
雲林分區資源中心 05-5523354
展覽藝術科 05-5523178．傳真　05-5338524
表演藝術科 05-5523160．傳真　05-5347101
藝文推廣科 05-5523146．傳真　05-5330895
圖書資訊科 05-5523196．傳真　05-5353790
文化資產科 05-5523159．傳真　05-5360681
觀光行銷科 05-5523181．傳真　05-5342463
財團法人雲林縣文化基金會 05-5343693
雲林布袋戲館  05-6313080
雲林故事館  05-6311436
二崙故事屋  05-5989490

柚子館  05-5337695
文化處咖啡館（芒果咖啡） 05-5371355
斗六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05-5346806
高鐵雲林站旅遊服務中心 05-7005288
草嶺旅遊資訊服務中心 05-5831456
北港故事館  05-7839599
北港工藝坊  05-7834595
北港文化中心  05-7832999
北港遊客中心  05-7837427
合同廳舍（誠品虎尾店） 05-7003566
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 05-5861444
詔安客家文化館 05-6960140
雲中街生活聚落 05-5336521
他里霧漫畫館  05-5962507 轉15
他里霧繪本館  05-5962507 轉14
68電影館  05-5962507 轉13
環境教育館  05-5962507 轉12
他里霧生活美學館 05-5962507 轉11
虎尾登記所－雲林記憶Cool 05-6327282

聯
絡
電
話

開放時間 休館時間

文
化
處
圖
書
館

兒童閱覽室 週二∼週日 09:00∼17:00（中午不休息）

8/31（五）館室維護休館一日
週一、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
開架式閱覽室 週二∼週六 09:00∼20:00（中午不休息）．週日 09:00∼17:00

視聽期刊
閱覽室

週二∼週六 09:00∼20:00（中午不休息）．週日 09:00∼17:00

雲林分區
資源中心
（含參考室）

週二∼週日 09:00∼17:00（中午不休息）

展覽館 週二∼週日 09:00∼17:00 週一、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
自修室 週一∼週六 08:00∼20:00．週日 08:00∼17:00 週一正常開館，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
北港文化中心 展覽館・週二∼週日 09:00∼17:00（中午不休息） 週一、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
北港工藝坊 週三∼週日 10:00∼16:00 週一、週二、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
北港遊客中心 週一∼週日 09:00∼17:00 全年無休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文化處咖啡館
【芒果咖啡】

週二∼週日 12:00∼21:00 週一、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
雲林布袋戲館 週三∼週日 10:00∼18:00 週一、週二、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
雲林故事館 週三∼週日 ．國定假日 10:00∼18:00 週一、週二、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
二崙故事屋
週三、四、五、日、國定假日 09:00∼17:00
週六 13:00∼21:00 週一、週二、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
合同廳舍
【誠品虎尾店】

平日 11:00∼21:00．假日 10:30∼21:30 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
詔安客家文化館 週三∼週日 09:00∼12:00．13:00∼18:00 週一、週二、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/告示）為準

雲中街生活聚落 週二∼週日 10:30∼19:00 週一、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他里霧繪本館 週四∼週日 10:00∼18:00 週一∼週三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他里霧漫畫館 週三、週五∼週日 10:00∼18:00  週一、週二、週四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68電影館 週三、週四採預約制，週五∼週日依播放場次開放入場 週一、週二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環境教育館 週三∼週四 10:00∼18:00、週六∼週日 09:00∼18:00 週一、週二、週五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他里霧生活美學館 週三∼週日 09:00∼18:00 週一、週二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虎尾登記所－
雲林記憶Cool 週二∼週日 09:00∼18:00 週一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斗六火車站
旅遊服務中心

週一∼週五 09:00∼18:00．週六∼週日 09:00∼19:00 全年無休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高鐵雲林站
旅遊服務中心

週一∼週日 09:00∼17:00 全年無休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草嶺旅遊資訊
服務中心

週三∼週五 09:00∼17:30．週六∼週日 08:00∼19:00 週一、週二休館／其他休館日依最新公告（網站／告示）為準

開
放
時
間

索
票
處

斗六及北港場次

雲林縣政府服務中心　　　　05-5523002
雲林縣政府文化處服務台　　05-5523130
西螺鎮金玉堂書店　　　　　05-5867979
虎尾鎮建中書局　　　　　　05-6313536
北港文化中心　　　　　　　05-7832999
台西藝術協會　　　　　　　05-6983947
二崙故事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05-5989490
土庫鎮公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05-6623211

斗六場次

斗六市田納西書局　　　　　05-5327966
銘傳影印企業行斗六店　　　05-5336786
斗六市繪本圖書館　　　　　05-5321992
斗六市陽光棕梠　　　　　　05-5333128
斗六市立圖書館中山分館　　05-5339158
斗六市雲院書城　　　　　　05-532-4959
西螺鎮螺陽文教基金會　　　05-5861444
虎尾鎮 誠品書店　　　　　　05-7003566
虎尾鎮布袋戲館　　　　　　05-6313080
斗南鎮成功書局　　　　　　05-5974757

北港場次

北港鎮振興戲院　　　　　　05-7823798
北港鎮公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05-7836102
北港工藝坊　　　　　　　　05-7834595
新人類書城北辰門市　　　　05-7732611
售票場次

詳情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(02)3393-9888
https://www.artsticket.com.tw/
CKSCC2005/Home/Home00/index.aspx
詳情請洽年代售票系統 (02)2341-9898
http://www.ticket.com.tw/
＊活動開演前10日開放索票



雲林郵局許可證．雲林字第407號．無法投遞免退回

雲林縣政府文化處／640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／05-5523211、5523137

中華郵政雲林雜字第0015號
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

國     內
郵資已付

印 刷 品


